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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测算了制造业企

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以此反映企业出口价值攀升能力， 并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城

市面板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的匹配数据， 探讨了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率的影响。 结果显示： 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且该结

果在进一步考虑极端值、 控制内生性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后依然稳健。 进一

步分析发现， 高铁开通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和中间品市场便利性以及空间技术外溢效

应能够通过降低企业平均成本、 提高企业国内中间品效率、 增加企业国内中间品种

类等机制提高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本文结论对于中国依托高铁建设提升和稳

固国内大市场优势， 进而提升制造业出口贸易利得、 推进企业出口价值攀升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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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制造业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和地位越来越高。 但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 中国的制造业

“大而不强”， 在自主创新能力、 资源利用效率、 质量水平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

距； 中国制造业依然处在 “微笑曲线” 底部， 难以获取更高的出口附加值 （杨林，
２００９） ［１］。 对此， 许多学者从加大科技投入 （孙德升等， ２０１７） ［２］、 促进禀赋结构

升级 （付才辉， ２０１７） ［３］、 提升制度质量 （戴翔， ２０１５） ［４］ 等方面探讨了促使制造

业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机制和路径。 近年来， 国家围绕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战略， 先后启动了三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制定了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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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 等政策措施， 指导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通过提升制造业企

业出口附加值， 促进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 基础设施作为决定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禀

赋之一， 对制造业转型升级起着重要的作用。 基础设施改进能够通过降低生产成本

和交易成本、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途径， 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Ｘｕ，
２０１８） ［５］。 高铁作为中国基础设施发展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能够更好地促进

资源跨区流动， 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 降低企业贸易成本 （饶品贵， ２０１９） ［６］， 因

而也势必对制造业生产出口行为和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影响。 然而， 现有文献

大多聚焦于高铁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饶品贵， ２０１９； 吕永刚， ２０１９［７］； 董艳

梅， ２０１６［８］）， 鲜有文献对高铁开通与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

论述。 那么， 高铁开通能够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怎样的作用效果？
是否有助于国内企业在出口中获得更多贸易利得， 进而推进出口价值攀升？ 其作用

机制究竟如何？
高铁开通为中国带来了更加完善的交通网络， 使地区间联系更加密切， 给中国

制造业进一步融入国际生产体系和提升企业贸易竞争力提供了便利条件。 一些研究

也从企业对外贸易视角探讨了高铁开通的重要作用。 其中，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９） ［９］发

现高铁建设能通过降低进口关税， 进而促进贸易发展。 唐宜红等 （２０１９） ［１０］发现开

通高铁通过降低固定贸易成本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提升。 张梦婷等 （２０２０） ［１１］发现

高铁开通通过降低固定贸易成本和加速资本流出显著抑制了外围城市的出口规模。
在探讨高铁开通影响企业出口规模的同时， 一些学者也指出高铁开通还会对反映企

业出口竞争力的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 祝树金和李思敏 （２０２０） ［１２］发现高铁开通

显著促进了沿线城市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且该效应在不同城市、 行业、 产品及

不同高铁站选址层面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 可见， 高铁开通带来的国内大市场效

应不仅能够加强进口关税下降对国内零售市场商品价格的负向作用， 从而提高进口

商品种类和数量， 而且有助于企业出口规模提升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然而， 对外

贸易竞争力不仅仅体现在进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方面， 还体现在企业是否能够

从出口贸易中获得更多利得。 而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ＤＶＡＲ） 便是用以反映企

业出口贸易利得和出口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邵朝对和苏丹妮， ２０１９） ［１３］。 本文

主要基于高铁开通视角， 在中国各城市开通高铁这一 “准自然实验” 框架下， 识

别中国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机制， 利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城市面板数

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的匹配数据对高铁开通影响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机制进行实证分

析， 为推进制造业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 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相比于已有研究， 本文贡献在于： 第一， 从高铁开通视角系统探讨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机制， 有助于理解中国高铁建设对于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进

而推进制造业企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重要作用。 第二， 在 Ｈａｌｐｅｒｎ 等

（２０１５） ［１４］、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１５］理论框架基础上， 从空间可达性视角系统探讨

高铁开通通过提升劳动力市场可达性、 中间品市场可达性、 空间技术外溢效应和最

终产品市场可达性进而作用于企业平均成本、 企业国内中间品效率和企业国内中间

品种类， 并最终对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生影响的理论机制； 第三， 从企业贸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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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企业所有制类型以及企业所在城市等多维度进一步拓展研究高铁开通对制造业

出口 ＤＶＡＲ 的异质影响效应。

一、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单纯的出口规模已经难以准确反映一国或地区的出口竞争

优势和贸易利得， 而企业从出口中获取产品附加值的能力和大小则可作为衡量该国

或地区制造业价值链增值水平及其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准 （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１６］ ）。 本文将在 Ｈａｌｐｅｒｎ 等 （２０１５）、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综合框架基础上， 构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决定模型， 进而梳理高铁开

通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作用机制， 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
（一）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框架构建

借鉴 Ｈａｌｐｅｒｎ 等 （２０１５） 的研究， 企业 ｊ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生产和交易， 生产

需要投入劳动力 （ ｌ）、 资本 （ｋ） 和中间品 （Ｍ）， 即 Ｑ ｊ ＝ Ａ ｊ ｌαｊ ｋβ
ｊ Ｍγ

ｊ ， 其中， Ｑ ｊ 为

企业产出， Ａ ｊ为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 α、 β 分别表示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弹性； γ
为柯布－道格拉斯权重， 且满足 α＋β＋γ ＝ １。 假定劳动力 （ ｌ） 和资本 （ｋ） 预先确

定， 因而可通过确定均衡状态下中间品的数量组合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

化。 中间品数量 Ｍ ｊ由国内中间品 （Ｍ ｊＤ） 和国外中间品 （Ｍ ｊＦ） 组合而成。 即：

Ｍ ｊ ＝ φｊＭ ｊＤ( )
θ－１
θ ＋ Ｍ

θ－１
θ

ｊＦ[ ]
θ

θ－１ （１）
其中 φｊ为国内中间品的效率参数， 且 φｊ＞０； 由于国外中间品效率参数取决于

国外厂商的技术水平， 可视为外生给定， 不失一般性， 本文将国外进口中间品效率

参数设定为 １； θ 为中间品的替代弹性， 且 θ＞１。 根据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研究，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ＤＶＡＲ） 取决于国外进口中间品成本在总产出中的比

重， 即：

ＤＶＡＲ ｊ ＝ １ －
Ｐ ｊＦＭ ｊＦ

Ｐ ｊＱ ｊ

＋ ϕ ｊ （２）

其中， Ｐ ｊ为企业 ｊ 最终产品的价格， Ｐ ｊＦ为国外中间品价格， ϕ ｊ为经典回归中的

误差项。 若 Ｃ ｊ表示企业 ｊ 生产 Ｑ 单位最终产品的总成本， 则国外进口中间品成本占

总产出的份额可表示为：
Ｐ ｊＦＭ ｊＦ

Ｐ ｊＱ ｊ

＝
Ｐ ｊＦＭ ｊＦ

Ｐ ｊＭＭ ｊ

Ｐ ｊＭＭ ｊ

Ｃ ｊ

Ｃ ｊ

Ｐ ｊＱ ｊ
（３）

其中，
Ｐ ｊＭＭ ｊ

Ｃ ｊ
为中间品成本在总成本中的份额， 由生产函数可知，

Ｐ ｊＭＭ ｊ

Ｃ ｊ

＝ γ ；

Ｃ ｊ

Ｐ ｊＱ ｊ
为企业平均成本， 记为 ｃｊ。 在给定劳动力和资本情况下， 企业通过选择国内中

间品和国外进口中间品的不同组合来实现成本最小化。 可得到中间品总成本中进口

中间品成本的比例为
Ｐ ｊＦＭ ｊＦ

Ｐ ｊＭＭ ｊ

＝ １
１ ＋ Ｐ ｊＦφｊ ／ Ｐ ｊＤ( ) θ－１ ， 其中， Ｐ ｊＤ为国内中间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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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企业 ｊ 的出口 ＤＶＡＲ 决定函数为：

ＤＶＡＲ ｊ ＝ １ －
γｃｊ

１ ＋ Ｐ ｊＦφｊ ／ Ｐ ｊＤ( ) θ－１
＋ ϕ ｊ （４）

式 （４） 显示， 出口 ＤＶＡＲ 与企业平均成本、 国内中间品效率以及国外进口中

间品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密切相关。 企业平均成本 ｃｊ 越小， 出口 ＤＶＡＲ 越大； 根

据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国内中间品种类和数量越多， 国内中间品价格就越低 （相
对价格 Ｐ ｊＦ ／ Ｐ ｊＤ越高）， 则出口 ＤＶＡＲ 就越高； 国内中间品效率越高， 则出口 ＤＶＡＲ
也越高。 由于国外进口中间品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 因而可看作外生给定。 式

（４） 意味着， 高铁开通可通过影响企业平均成本 （ ｃｊ 渠道）、 国内中间品种类

（Ｐ ｊＦ ／ Ｐ ｊＤ渠道） 和国内中间品效率 （φｊ渠道）， 影响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二） 高铁开通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作用机制

１ 高铁开通通过影响企业平均成本进而作用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高铁开通对企业平均成本存在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对企业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

效应的影响。 同产业企业之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企业内部规模效应与企业之间的外

部规模效应 （李伟等， ２０１４） ［１７］。 高铁开通打破了区域间市场分割， 使制造业企业

与最终产品市场更为接近， 有助于制造业企业内部规模经济效应的充分发挥， 进而

降低生产成本 （王雨飞和倪鹏飞， ２０１６［１８］； 李雪松和孙博文， ２０１７［１９］； 任方旭，
２０１８［２０］）。 同时， 高铁开通能够促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重组和配置， 产生外

部规模经济效应 （王雨飞， ２０１６）， 促使企业之间分享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 因而

在高铁开通作用下， 区域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企业通过要素和资源配置的规模经

济效应降低平均成本， 提高贸易收益和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二是对企业与供应商之间

匹配效率和交易效率的影响。 高铁开通不仅能够方便企业对供应商进行识别， 选择

最适宜的供应商 （饶品贵等， ２０１９）， 而且能够减少运输成本， 提高经营效率。 一

方面企业与供应商往往在价格、 质量等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 从而产生高昂信息沟

通成本， 而速度快、 准点率高的高铁作为连接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桥梁， 能大大缩

短地区之间的时空距离， 从而促进信息的跨地区流动， 有效降低企业与供应商间的

信息沟通成本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Ｊｅｔｅｒ， ２００８［２１］； 赵静， ２０１８［２２］； 饶品贵等， ２０１９）。 另

一方面， 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促使其更倾向于寻找质量更优、 成本更低、 运输时间更

少的供应商 （Ｈｕ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２３］， 以尽可能降低成本， 提高获利空间。 然而， 不

同的供应商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 即使有的供应商提供的中间品价格低廉， 但其

质量可能差强人意， 而有的供应商所提供中间品价格很高， 但其质量却也很高。 这

便需要企业在这些供应商之间进行有效选择。 而高铁开通则能够提高供应商供货能

力以及企业对于供应商的空间可达性， 这不仅能降低中间品运输成本， 提高交易效

率 （Ｚ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Ｋａｈｎ， ２０１３） ［２４］， 而且提高企业对于中间品厂商的识别效率和匹配

性， 大大降低了中间品运输成本， 提高了中间品供给能力。 不仅如此， 高铁独有的

高速、 准时的优势有助于促进高效、 稳定的区际中间品交易网络的形成， 降低契约

形成的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 提高中间品市场交易效率， 增强企业高效利用最新中

间品进行生产和出口的能力 （马庆， ２０１３； 范欣等， ２０１７［２５］）。 而高铁开通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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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通达性和企业获取中间品的便利性， 还会扩大供应商的中间品市场需求规模，
从而产生中间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效应， 而更为质优价廉的中间品又会进一步促使

企业更多使用本土中间品进行生产， 从而提高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

研究假说 。
假说 Ｈ１： 高铁开通提高了制造业企业对于最终市场和中间品市场的通达性，

通过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降低平均成本， 提高出口 ＤＶＡＲ。
２ 高铁开通通过影响中间品效率作用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高铁开通对企业中间品效率存在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高铁开通通过技术外溢

效应提高企业中间品效率。 高铁开通促进知识扩散、 传播和应用的主要途径是人

才的空间流动。 与一般技能劳动力会选择 Ｚ 字头、 Ｋ 字头和 Ｔ 字头列车相比， 高

素质人才在区际通勤中更倾向选择环境舒适、 方便快捷的高铁 （宣烨等，
２０１９） ［２６］ 。 高铁快速、 准时的特征使得高铁开通后区际人才交流和合作更加频

繁， 知识、 信息、 技术、 先进管理经验的传播和利用更为有效， 区域间相互学习

的渠道更为多样化， 人们获得知识的便利度、 广度和深度均得到明显增强， 有助

于新知识、 新技术的创造和发展 （邓涛涛等， ２０１７［２７］ ； 孙广召和黄凯南，
２０１９［２８］ ； 宣烨等， ２０１９）， 提高企业间协同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水平， 进而提高

企业中间品生产和使用效率； 二是高铁开通通过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提高企

业中间品效率。 高铁开通能够提高区域间的空间可达性， 大幅度降低劳动力流动

成本， 提高劳动力流通速度 （王垚， ２０１４） ［２９］ ， 降低劳动力市场分割度 （陈纯

槿和胡咏梅， ２０１６） ［３０］ ， 从而提高区间劳动力市场的整合与匹配效率。 首先， 高

铁开通带来的便利性和可达性将大幅度拓展人们工作搜寻的空间范围， 提高各地

区劳动力的就业参与率 （董艳梅和朱英明， ２０１６） ［３１］ ， 扩大劳动力市场厚度， 形

成区际劳动力 “蓄水池”。 其次， 对于有招聘需求的企业而言， 高铁开通同样拓展

了其对岗位所需技能劳动力的搜寻范围， 使企业能够快速找到与岗位要求相匹配的

技能劳动力， 从而降低劳动力搜索和培训成本， 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和企业劳

动生产率 （苏永照， ２０１７） ［３２］， 进而提高企业对中间品的生产和使用效率与出口

ＤＶＡＲ。 由此本文得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Ｈ２： 高铁开通可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和劳动力市场匹配效应提升企业中间

品效率， 进而提高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３ 高铁开通通过影响国内中间品种类作用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高铁开通可通过两个方面的作用渠道影响国内中间品种类， 进而作用于企业出

口 ＤＶＡＲ。 一是高铁开通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对于中间品市场的可达性， 扩大了企业

获得中间品的市场广度和深度， 大大增加了企业可获得中间品的种类数量。 高铁开

通方便了中间品的运输， 扩大了中间品市场的空间范围， 提高了中间品的流通效率

（Ｃｈｅｕｎｇ， ２０１０） ［３３］， 使原来难以获得的中间品种类能够更加方便地获得。 因而，
高铁开通降低了市场准入度， 促进区际中间品市场深度整合 （Ｆａｂｅｒ， ２０１４； 李雪

松和孙博文， ２０１７［３４］）， 提高了制造业企业间中间品市场的共享水平。 这势必激励

更多企业使用国内中间品进行生产和出口， 从而提高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二是高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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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有助于提升中间品厂商研发效率和出口企业生产率水平， 从

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提升中间品种类和数量。 高铁开通使不同城市及城市中的企业和

劳动力接触更为便利、 密切和广泛， 提升彼此交流频率和信息沟通能力， 推进城市

间不同经济主体间的知识共享和外溢。 就供给方面而言， 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的提

升可使中间品厂商更为便利地获取并利用新技术， 促进技术进步， 提高创新能力，
从而研发和生产更多种类中间品。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 （ Ａｇｈ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ｗｉｔｔ，
２００９） ［３５］， 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增加制造业企业可获得的中间品

种类数。 从需求方面来说， 技术外溢效应提升带来的生产率效应能够促使出口企业

增加对中间品的需求， 需求规模扩大则有助于中间品生产深化分工， 实现规模经济

效应， 从而提升中间品种类和数量。 而国内中间品种类增加， 能通过降低国内相对

价格， 提高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由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Ｈ３： 高铁开通可通过提高中间品市场可达性、 提升空间技术外溢效应，

增加企业中间品种类， 进而提高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二、 计量模型、 变量测度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在实证部分检验高铁开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时， 高铁

开通并不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自然实验， 很有可能与当地的地理环境、 制度安排等诸

多因素有关。 由于这些影响高铁开通与制造业企业出口附加值率的因素无法全部准

确地度量并纳入模型， 模型可能会产生内生性问题。 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

（ＤＩＤ） 来消除这些内生性因素的影响。 同时， 由于选择的城市来自不同区域， 本

文进一步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来控制其中的选择偏误。
本文选择高铁开通的年份和城市哑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并且将倾向得分匹

配 （ＰＳＭ） 与双重差分模型相结合进行回归。 本文以城市是否开通高铁区分处理

组与对照组， 通过对高铁开通变化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差异进

行研究， 来判断高铁开通如何影响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该方法通过控制不可观测变

量， 减少内生性的影响， 有助于理解高铁开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实际影响

效应。 根据 ＰＳＭ－ＤＩＤ 的方法， 本文构建了以下模型：
　 ｌｎＤＶＡＲｊｔ ＝ α０ ＋ α１Ｃｉｔｙｉｔ ＋ α２Ｙｅａｒｉｔ ＋ α３Ｃｉｔｙｉｔ × Ｙｅａｒｉｔ ＋ βｊ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ｉｔ ＋ μｉ ＋ ｖｔ ＋ ξｊｔ （５）

其中， ＤＶＡＲｊｔ表示企业 ｊ 在 ｔ 年的出口 ＤＶＡＲ； Ｃｉｔｙｉｔ 为城市哑变量 （Ｃｉｔｙｉｔ ＝ １ 表示

城市 ｉ 开通了高铁， Ｃｉｔｙｉｔ ＝０ 表示未开通）； α１为参数； Ｙｅａｒｉｔ 为年份哑变量 （Ｙｅａｒｉｔ ＝ １
表示该年份开通了高铁， Ｙｅａｒｉｔ ＝ ０ 表示该年份未开通）， α２为参数； Ｃｉｔｙｉｔ ×Ｙｅａｒｉｔ为本

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代表了高铁开通的城市与年份哑变量的交叉项， α３为高铁开通对

ＤＶＡＲ 的影响效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ｉｔ为企业与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βｊｉ 为参数。 企业层面的主

要包括： 融资约束水平 （ｒｚｙｓ）、 资本密集度 （ｃａｐ）、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等。 城市层面

的主要包括： 制造业劳动力水平 （ ｌａｂｏｒ）、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 ｆｄｉｓｔｏｃｋ）、 城市规模

（ｐｏｐ） 等。 μｊ为个体效应， υｔ为时间效应， ξｊｔ为残差项。

９９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全球价值链



（二） 变量测度

（１） 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ＤＶＡＲ）。 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为企业出口中的国

内附加值 （ＤＶＡ） 与企业总出口 （ＥＸＰ） 之比。 本文借鉴张杰等 （２０１３）、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Ｕｐｗ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３） ［３６］ 以及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 的思路， 利用

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来测算微观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Ｕ
ｊ ＝

１ －
Ｐ ｊＦＭＰ

ｊＦ， ａｄｊ

Ｐ ｊＱＰ
ｊ

－
δＦｊ

ＥＸＰＰ
ｊ

　 　 　 　 　 　 　 　 　 　 　 　 　 　 　 　 　 Ｕ ＝ Ｐ

１ －
Ｐ ｊＦＭＯ

ｊＦ， ａｄｊ ＋ δＦｊ
Ｐ ｊＱＯ

ｊ

　 　 　 　 　 　 　 　 　 　 　 　 　 　 　 　 　 　 Ｕ ＝ Ｏ

κＯ × （１ －
Ｐ ｊＦＭＯ

ｊＦ， ａｄｊ ＋ δＦｊ
Ｐ ｊＱＯ

ｊ

） ＋ κＰ × （１ －
Ｐ ｊＦＭＰ

ｊＦ， ａｄｊ

Ｐ ｊＱＰ
ｊ

－
δＦｊ

ＥＸＰＰ
ｊ

）， Ｕ ＝ Ｍ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６）

其中， Ｐ ｊＦＭ ｊＦ， ａｄｊ 为考虑间接进口后调整的进口中间品成本， δＦｊ 为国内中间品的

国外价值成分， ＥＸＰｐ
ｊ 为出口数量， Ｐ、 Ｏ、 Ｍ分别代表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混合贸

易 ， κＯ代表混合贸易企业中一般贸易部分出口占企业总出口的比重， 而 κＰ代表了

加工贸易部分出口的比重。
（２） 高铁开通。 本文的核心变量为我国 ２８３ 个地级市高铁开通的城市哑变量

Ｃｉｔｙｉｔ， 高铁开通的年份哑变量 Ｙｅａｒｉｔ以及高铁开通的城市与年份哑变量的交互项

Ｃｉｔｙｉｔ×Ｙｅａｒｉｔ。 本文用某个城市是否建立高铁站来衡量是否开通高铁， 且以开通第一

条高铁的年份作为开通年份。 对于那些在下半年开通的高铁， 因为对该地产生的影

响在当年难以得到实现， 所以对这类城市的高铁开通年份滞后一年。
（３） 相关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 ①资本密集度 （ ｃａｐ）， 用企

业固定资产净值与年平均员工数之比衡量。 那些需要资本投入的企业往往可能拥有

高资本密集度。 ②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用企业总资产衡量。 企业总资产越多， 规模可

能就会越大， 该指标可以识别企业抗风险能力与偿还债务的能力。 ③融资约束水平

（ ｒｚｙｓ）， 用企业负债总额与固定资产净值的之比衡量。 融资约束水平较高， 可能是

因为企业过于依赖于外部融资或者负债总额较大。 城市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 第

一， 制造业部门就业数量 （ ｌａｂｏｒ）， 以市辖区第二产业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 （万
人） 表示。 第二，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 ｆｄｉｓｔｏｃｋ）， 以永续盘存法测算， 折旧率为

５％。 第三， 城市人口规模变量 （ｐｏｐ）， 以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万人） 表示， 用来

反映制造业生产和出口中来自城市层面的规模经济效应。
（三）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城市面板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的匹配数据。 本文使用

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 的方法， 匹配企业中文名称、 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后七位组

合、 企业联系人和电话号码后七位组合来对接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 以解决代码体

系不同的问题。 同时， 利用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方法处理海关数据库与工业企业

数据库对接后产生的企业过度进出口的问题。 城市数据主要来自历年 《中国城市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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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年鉴》。 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①， 贸易数据来自于中国海关贸

易数据库。 此外， 本文还根据张杰等 （２０１３） 的方法， 进一步在 ＤＶＡＲ 测算中考虑

了一般贸易企业产品分类、 贸易代理商和国内中间投入的间接进口问题。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１ 报告了使用 ＤＩＤ 方法估计的基准回归结果②。 第 （１） 列是仅考虑核心解

释变量 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 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高铁开

通有助于提升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第 （２） 列进一步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显示， 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依然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在控制了企业层面因素之后， 高铁

开通仍然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第 （３） 列在第 （１） 列基础上，
进一步加入了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估计显著性并未产生明显变化。 第 （４）
列同时加入城市层面与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后， 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亦未发生

明显变化， 证实了高铁开通能够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理论预期。

表 １　 高铁开通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 ＤＩＤ估计结果

变量
ｌｎｄｖａｒ

（１） （２） （３） （４）

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０ １６９６∗∗∗ ０ １５１８∗∗∗ ０ １４５１∗∗∗ ０ １４５５∗∗∗

（３ １４） （２ ８２） （２ ７３） （２ ７３）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企业变量 控制城市变量 控制企业和城市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４３ ２７６ １４２ ２４４ １４３ ２７６ １４２ ２４４
Ｒ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３２４ ０ ０３２９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 ｔ 值；∗∗∗、∗∗、∗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的基本假设为平行趋势假设， 即要求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变化

趋势只能发生在事件时间点之后。 ＤＩＤ 估计结果的无偏性需要实验组和控制组满足

平行趋势假设。 本文借鉴 Ｂｅｃｋ 等 （２０１０） ［４０］ 的做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来检验模型

的适用性。 平行趋势图 （图 １） 显示， 系数确实在高铁开通当年附近波动， 在高铁

开通之前系数为负， 高铁开通之后显著为正。 根据李蕾蕾和盛丹 （２０１８） ［４１］ 的做

法， 本文认为该效应的确是由高铁开通引起， 实验组和控制组可以进行比较， 因而

模型的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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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使用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３７］ 、 杨汝岱 （２０１５） ［３８］ 的方法跨年份匹配工业企业数据， 并且参照 Ｃａｉ 和
Ｌｉｕ （２００９） ［３９］的做法处理数据库存在的缺失与数据异常等现象， 清洗原始数据。 删除缺失重要经济指标、 人数

少于 ８ 人、 不符合会计准则、 没有识别编号、 成立时间无效或者早于 １９４９ 年或者大于当前年份的企业。
限于篇幅， 完整估计结果备索。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２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ＤＩＤ） 结果

为了处理城市是否开通高铁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取倾向评分匹配方法 （Ｐｒｏ⁃
ｐｒ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从城市 ＦＤＩ 存量、 城市人口规模等城市层面指标对高铁是

否开通的效应进行控制。 通过 ＰＳＭ 处理， 本文将在考察期内开通高铁的城市称为

处理组， 没有在考察期内开通高铁的城市称为对照组。 于是， 可以通过对比配对后

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的出口 ＤＶＡＲ， 来判别城市高铁开通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

效果。 但是， 在对比时， 还要考虑到各城市在高铁开通前后会由于其他因素发生变

化， 这些因素必须在对比时进行剔除， 即将双重差分模型与倾向评分匹配方法结

合。 最后按照式 （５） 进行估计，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在进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

法后， 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证明了在对比配对过后， 城市高铁开通对制造业

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进一步验证了高铁的开通能够助力中国制造

业出口价值攀升的结论。

表 ２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结果

变量
ｌｎｄｖａｒ

（１） ＤＩＤ （２） ＰＳＭ－ＤＩＤ

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０ １４１３∗∗∗ ０ １３１４∗∗∗ ０ １２８９∗∗∗ ０ １２１５∗∗∗ ０ ０２９６∗ ０ ０９１０∗∗∗

（５ ４２） （５ ０７） （４ ９７） （６ １３） （１ ６８） （３ ９８）
控制变量 企业变量 城市变量 企业城市变量 企业变量 城市变量 企业城市变量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２９３ ５１９ ２９６ ２４６ ２９３ ５１９ ６ ２０３ ６ ２０３ ６ ２０３

Ｒ２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１７６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２８４ ０ ０３８３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 ｔ 值；∗∗∗、∗∗、∗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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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双边缩尾和双边截尾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消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本文在对企业 ＤＶＡＲ 双边缩尾与双边截尾

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 表 ３ 的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分别显示了对企业 ＤＶＡＲ 在

５％水平上进行双边缩尾与企业 ＤＶＡＲ 在 ５％水平上进行双边截尾处理之后的回归结

果。 高铁开通的参数估计仍然在 １０％以上水平上显著。 这也再次印证了基准模型

所得到的结论， 即高铁开通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提升。

表 ３　 双边缩尾、 截尾和工具变量法的计量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ｄｖａｒ 双边缩尾 ５％ ｌｎｄｖａｒ 双边截尾 ５％ 工具变量法估计 工具变量法估计

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０ ０６０６∗ ０ ０５２３∗ ０ ０６７２∗∗ ０ ０５６５∗

（１ ９１） （１ ８６） （２ １７） （１ ９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否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０６２ ３４７ １１０８ ５９２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４８５ ２９１ ４９９ ３０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Ｎ １４２ ２４４ １２８ ０３８ １２５ ３４９ １２２ ８７８
Ｒ２ ０ ０５３６ ０ ０４９０ ０ ０４７２ ０ ０５２４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 ｔ 值；∗∗∗、∗∗、∗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 ］ 内为相应统
计量的伴随概率。

４ 工具变量估计

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 对可能

存在的内生性偏误予以矫正。 本文借鉴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 （２００１） ［４２］、 Ｃｉｃｃｏｎｅ 和 Ｈａｌｌ
（１９９６） ［４３］的做法， 采用历史数据作为高铁开通的工具变量。 具体而言， 我们选取

明朝时期的驿站数①作为高铁开通的工具变量。 明代驿站作为古代国家交通运输系

统的中转站， 与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历史上存在驿站的地区更可

能是当前交通条件较好、 货物中转和物流、 人流较为发达的地区， 也更可能是高铁

开通城市。 因此， 明代驿站与是否成为高铁开通城市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 然而，
明代驿站作为历史数据并不会对现在的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直接影响。 因

此， 明代驿站符合作为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 由于明代驿站为截面数据， 无法直

接作为工具变量应用于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根据韩峰和李玉双

（２０１９） ［４４］的做法， 将明代驿站变量与滞后一期年份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计

量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３ 第 （３）、 （４） 列所示。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分别为未

控制和控制其他解释变量情况下的估计结果。 两列中检验弱工具变量的 Ｃｒａｇｇ －
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值显示， 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高度相关性， 拒

绝了弱工具变量假设；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均在 １％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因而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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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代驿站数据来源于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的 Ｗｏｒｌｄｍａｐ 提供的数据， 网址为 ｗｏｒｌｄｍａｐ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中存在内生变量， 工具变量法估计是有效的。 这些结果显示，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

量， 核心解释变量 （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企业

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 与基准结果一致， 证明了前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四、 高铁开通影响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的机制检验

（一） 中介效应检验

为更深入地解释高铁开通影响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作用机制， 本文在原计

量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企业平均成本 （ ｃｏｓｔ）、 企业国内中间品效率 （φ）、 企业可获

得的国内中间品种类 （ ＩＤ） 三个变量①， 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 （２０１４） ［４５］ 的方法进

行中介效应检验， 探讨高铁开通通过企业平均成本、 国内中间品效率和国内中间品

种类作用于制造业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机制。 检验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高铁开通对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变量 企业平均成本 （ｌｎｃｏｓｔ） 企业中间品效率 （ｌｎφ） 企业中间品种类 （ｌｎＩＤ）
方程类型 （１） 中介方程 （２） 总方程 （３） 中介方程 （４） 总方程 （５） 中介方程 （６） 总方程

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０ ０８１４∗∗ 　 ０ １８５８∗∗∗ 　 ０ １８２１∗∗∗ 　 ０ １２５３∗∗∗ 　 ０ １０２６∗∗∗ 　 ０ ０９３２∗∗

（－２ １１） （３ １１） （５ ０２） （３ ０８） （２ ９８） （２ ５５）

ｌｎｃｏｓｔ
－０ ０１４９∗∗

（－２ ３０）

ｌｎφ
０ ０９６５∗∗∗

（１３ ７２）

ｌｎＩＤ
０ １２９６∗∗∗

（１２ ２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９５ ８１１ ９５ ８１１ １０２ ６４４ １２４ ７３０ ８４ ６１７ １２４ ３２８

Ｒ２ ０ １１４２ ０ ０２１５ ０ ２５８ ０ ０３４１ ０ ３０６ ０ ０３８１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 ｔ 值；∗∗∗、∗∗、∗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中介变量为企业平均成本 （ ｌｎｃｏｓｔ） 时， 第 （１） 列中企业平均成本系数显著

为负， 意味着高铁开通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平均成本； 第 （２） 列中企业平均成本的

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企业平均成本增加降低了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这也意味着， 高铁

开通通过降低企业平均成本， 进而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间接效应显著。 第

（２） 列中 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参数估计也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高铁开通对制造业企

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 由于第 （１） 列中 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系数与第 （２） 列

中 ｌｎｃｏｓｔ 系数乘积的符号和第 （２） 列中 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系数符号一致， 说明存在部分中

介效应， 即高铁开通通过降低企业平均成本， 提高了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同理， 当中

介变量分别为企业中间品效率 （ ｌｎφ）、 中间品种类 （ ｌｎＩＤ） 时， 高铁开通均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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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企业平均成本、 国内中间品效率及国内中间品种类三个中介变量指标的测算方法备索。



提高国内中间品效率和种类， 进而提高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国内中间品效率和中间品

种类均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 这充分验证了高铁开通能够通过降低企业平均

成本、 提高企业国内中间品效率、 增加企业可获得的国内中间品种类等途径， 进而

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提升的作用机制。
（二） 对影响机制的进一步检验

本文进一步检验高铁开通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可达性、 中间品市场可达性、 空

间技术外溢性和最终商品市场可达性引起企业平均成本、 中间品效率和企业中间品种

类变化的作用机制。 本文以企业平均成本、 企业中间品效率、 企业中间品种类为被解

释变量， 引入高铁开通与最终产品市场可达性 （ｄｍｐ）、 中间品市场可达性 （ｐｓ）、 劳

动力市场可达性 （ｌｓ） 和空间技术外溢 （ ｔｅ） 交互项， 探究高铁开通通过影响空间技

术外溢以及最终产品、 中间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可达性， 进而对企业平均成本、 企

业中间品效率和企业中间品种类产生影响的机制①。 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机制的进一步检验

中介变量 企业平均成本 （ｃｏｓｔ） 企业中间品效率 （φ） 企业中间品种类 （ ＩＤ）
方程类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２ ０９５６∗∗∗ 　 ０ ０７６７∗ 　 ０ １３７４∗∗∗ 　 ０ ０８１７∗∗∗ 　 ０ ０４９７∗∗∗ 　 ０ ０８１３∗∗∗

（３ ２７） （１ ８６） （６ ３２） （５ ０５） （２ ７０） （７ ５６）

ｌｎｄｍｐ ０ ０１６１∗∗

（２ ３６）

ｌｎｐｓ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１５７∗∗∗

（－１ ５２） （４ ９９）

ｌｎｌｓ ０ ０２６９∗∗∗

（４ ９４）

ｌｎｔｅ ０ ０４０２∗∗∗ ０ ０２７８∗∗

（５ ３８） （１ ９８）

ｌｎｄｍｐ×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０ １２９１∗∗∗

（－３ １５）

ｌｎｐｓ×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０ ０２９０ ０ ０４７２∗∗

（－０ ５１） （２ １６）

ｌｎｌｓ×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０ １５４６∗∗∗

（８ ４５）

ｌｎｔｅ×ｃｉｔｙ×ｙｅａｒ ０ ０３５４∗∗∗ ０ ０４９７∗∗∗

（２ ６７） （７ ０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９５ ８１１ ９５ ８１１ １０２ ６４４ １０２ ６４４ ８４ ６１７ ８４ ６１７

Ｒ２ ０ １１４５ ０ １１４３ ０ ２５６ ０ ２６８ ０ ２６５ ０ ２７５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 ｔ 值；∗∗∗、∗∗、∗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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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劳动力市场可达性、 中间品市场可达性和空间技术外溢指标参考韩峰和李玉双 （２０１９） 的方法进行计算，
最终产品市场可达性用市场潜力来表示。



表 ５ 中第 （１） 列显示， 高铁开通与最终市场可达性的交互项的参数估计显著

为负， 意味着高铁开通有助于提升企业与最终产品市场可达性， 通过发挥规模效应

降低企业平均成本。 第 （２） 列显示， 高铁开通与中间品可达性的参数估计显著为

负， 意味着高铁开通能够通过提升企业与中间品市场可达性， 从而使中间品厂商在

需求规模扩张中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进而降低企业中间品使用成本和企业平均成

本。 第 （３） 列企业中间品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时， 高铁开通与劳动力空间可得性

交互项显著为正， 说明高铁开通通过提升企业与劳动力市场可达性， 降低了搜寻成

本， 提升了两者匹配效率， 进而提升了企业中间品使用效率。 第 （４） 列高铁开通

与空间技术外溢交互项系数亦显著为正， 意味着高铁开通进一步强化了城市间知识

和技术外溢， 提高了企业中间品效率。 当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中间品种类时， 第

（５） 列中高铁开通与中间品空间共享效应的交互项显著为正， 说明高铁开通有助

于强化出口企业与中间品厂商间的连通性， 提升出口企业可获中间品种类数。 第

（６） 列显示， 高铁开通与空间技术外溢的交互项亦显著为正， 说明高铁开通通过

强化城市间技术外溢效应， 提高了中间品厂商研发能力和多样化中间品的市场供

给， 提升了出口企业对多样化中间品的可获得性。 综合来看， 高铁开通不仅通过提

升最终产品可达性和中间品市场可达性降低了企业平均成本， 通过提升劳动力蓄水

池效应和空间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了企业中间品效率， 而且通过强化企业间空间技术

外溢效应、 增强企业与劳动力市场匹配性、 提高企业与中间品市场可达性提升了企

业可获中间品种类。 企业平均成本降低、 中间品效率提升和可获中间品种类增加则

有助于推进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提升， 实现企业出口价值攀升， 这充分验证了本文的理

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高铁开通作为交通运输网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为我国区域间要素和市场的空

间关联提供了重要保障， 因而势必对制造业企业结构转型和出口价值攀升产生重要

影响。 本文通过测算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来反映企业从产品出口中获得国内价值增值的

能力， 并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城市面板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的匹配数据， 分析了高

铁开通对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的作用机制。 结果显示： 第一， 高铁开通带来的劳动

力市场、 最终产品市场和中间品市场便利性以及空间技术外溢效应， 显著提高了企

业出口 ＤＶＡＲ。 第二， 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的结论在更换样

本数据、 考虑极端值以及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之后依然成立。 第三， 企业平均成

本、 国内中间品效率和国内中间品种类在高铁开通提升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过程中均

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高

铁大规模建设的空间正逐步缩小， 而制造业转型升级亦迫在眉睫， 要促进高铁建设

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协同发展， 通过不断优化高铁网络来提升高铁的空间可达性， 降

低信息流和物流成本， 为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第二， 制定适宜政策创造良好外贸环境， 鼓励企业利用高铁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

６０１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规模经济效应和劳动力市场匹配效应等优化生产环节、 获取高端生产要素、 先进生

产技术和充分经济收益， 推动制造业企业出口价值攀升； 第三， 应进一步加大中小

城市和欠发达地区高铁网络建设力度， 使其在充分享受高铁开通红利的同时， 还能

借助高铁开通带来的便利条件， 充分利用大型城市在城市群里的辐射作用， 有差别

地引导要素流动， 将大型城市资本、 技术、 中间品等要素扩散至中小城市， 改善各

类要素在区域间的配置效率， 推进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和出口价值攀升； 第四， 高铁

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开通， 能够带来极大的国内市场优势。 国内要素市场和产品市

场可达性的提高， 使得制造业企业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和中间品等要素市场便

利性与最终市场扩张的规模经济效应， 有效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 提高经济

效益， 而且能够依托高铁开通带来的大市场优势提升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和贸易利

得， 增强出口贸易竞争力， 实现制造业企业在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协同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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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ＣＡＩ Ｈ， ＬＩＵ Ｑ．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ａｘ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ｉｒｍｓ ［Ｊ］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９ （５３７）： ７６４－７９５
［４０］ ＢＥＣＫ Ｔ， 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 Ａ， ＬＥＶＩＮＥ Ｒ Ｂａｎｋ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６， ３０ （５）： １５８１－１６０３
［４１］ 李蕾蕾， 盛丹  地方环境立法与中国制造业的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优化 ［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８ （７）：

１３６－１５４
［４２］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Ｓ，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Ｊ Ａ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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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１， ９１ （５）： １３６９－１４０１
［４３］ ＣＩＣＣＯＮＥ Ａ， ＨＡＬＬ 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６， ８６ （１） ： ５４－７０
［４４］ 韩峰， 李玉双  产业集聚、 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规模扩张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９， ５４ （１１）： １４９－１６４
［４５］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Ｊ］ ． 心理科学进展， ２０１４， ２２ （５）： ７３１－７４５

（责任编辑　 蒋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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